
序号 网站标识码 网站名称 是否为门户 首页地址 结果 抽查发现的突出问题 备注

1 bm71010001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bj.spb.gov.cn/ 合格

2 bm71080014 黑龙江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hl.spb.gov.cn/ 合格

3 bm71250017 云南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yn.spb.gov.cn/ 合格

4 bm71110011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zj.spb.gov.cn/ 合格

5 bm71200015 广西自治区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gx.spb.gov.cn/ 合格

6 bm71260002 西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xz.spb.gov.cn/ 合格

7 bm71130010 福建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fj.spb.gov.cn/ 合格

8 bm71040012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sx.spb.gov.cn/ 合格

9 bm71070010 吉林省邮政管理局 是 http://jl.spb.gov.cn 合格

10 bm71030008 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esjz.spb.gov.cn/ 合格

11 bm71030005 沧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ecz.spb.gov.cn/ 合格

12 bm71030003 张家口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ezjk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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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bm71040013 阳泉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xyq.spb.gov.cn/ 合格

14 bm71040007 朔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xsz.spb.gov.cn 合格

15 bm71040010 晋中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xjz.spb.gov.cn/ 合格

16 bm71050004 兴安盟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mxa.spb.gov.cn/ 合格

17 bm71050007 锡林郭勒盟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mxlgl.spb.gov.cn/ 合格

18 bm71050002 呼伦贝尔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mhlbe.spb.gov.cn/ 合格

19 bm71050012 阿拉善盟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mals.spb.gov.cn/ 合格

20 bm71060015 辽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lnly.spb.gov.cn/ 合格

21 bm71060002 营口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lnyk.spb.gov.cn/ 合格

22 bm71060001 葫芦岛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lnhld.spb.gov.cn/ 合格

23 bm71060005 丹东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lndd.spb.gov.cn/ 合格

24 bm71070007 辽源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lly.spb.gov.cn/ 合格

25 bm71070008 通化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lth.spb.gov.cn/ 合格

26 bm71070003 白山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lbs.spb.gov.cn/ 合格

27 bm71080003 双鸭山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lsys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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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bm71080002 齐齐哈尔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lqqhe.spb.gov.cn/ 合格

29 bm71080001 伊春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lyc.spb.gov.cn/ 合格

30 bm71080010 绥化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lsh.spb.gov.cn/ 合格

31 bm71100011 扬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syz.spb.gov.cn/ 合格

32 bm71100004 南京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snj.spb.gov.cn/ 合格

33 bm71100010 南通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snt.spb.gov.cn/ 合格

34 bm71100006 常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scz.spb.gov.cn/ 合格

35 bm71110006 杭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zjhz.spb.gov.cn/ 合格

36 bm71110003 温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zjwz.spb.gov.cn/ 合格

37 bm71110007 台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zjtz.spb.gov.cn/ 合格

38 bm71120009 合肥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ahhf.spb.gov.cn/ 合格

39 bm71120017 宿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ahsz.spb.gov.cn/ 合格

40 bm71120013 淮北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ahhb.spb.gov.cn/ 合格

41 bm71120003 池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ahczh.spb.gov.cn/ 合格

42 bm71120008 六安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ahla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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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 bm71130005 福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fjfz.spb.gov.cn/ 合格

44 bm71130001 莆田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fjpt.spb.gov.cn/ 合格

45 bm71130003 三明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fjsm.spb.gov.cn/ 合格

46 bm71140003 赣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xgz.spb.gov.cn/ 合格

47 bm71140007 新余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xxy.spb.gov.cn/ 合格

48 bm71140008 吉安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xja.spb.gov.cn/ 合格

49 bm71180007 益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ayya.spb.gov.cn/ 合格

50 bm71180008 株洲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azz.spb.gov.cn/ 合格

51 bm71180005 衡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ahy.spb.gov.cn/ 合格

52 bm71180004 常德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acd.spb.gov.cn/ 合格

53 bm71150018 济南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djn.spb.gov.cn 合格

54 bm71150016 临沂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dly.spb.gov.cn 合格

55 bm71150015 潍坊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dwf.spb.gov.cn 合格

56 bm71150008 淄博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dzb.spb.gov.cn 合格

57 bm71150014 济宁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djnn.spb.gov.cn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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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 bm71160012 新乡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nxx.spb.gov.cn/ 合格

59 bm71160007 南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nny.spb.gov.cn/ 合格

60 bm71160002 安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nay.spb.gov.cn/ 合格

61 bm71160005 洛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nly.spb.gov.cn/ 合格

62 bm71160009 濮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npy.spb.gov.cn/ 合格

63 bm71170004 武汉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bwh.spb.gov.cn/ 合格

64 bm71170002 鄂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bez.spb.gov.cn/ 合格

65 bm71170014 荆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bjz.spb.gov.cn/ 合格

66 bm71170007 黄冈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bhg.spb.gov.cn/ 合格

67 bm71170009 随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bsz.spb.gov.cn/ 合格

68 bm71190016 广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gz.spb.gov.cn/ 合格

69 bm71190004 潮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cz.spb.gov.cn/ 合格

70 bm71190019 佛山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fs.spb.gov.cn/ 合格

71 bm71190015 东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dg.spb.gov.cn/ 合格

72 bm71190018 肇庆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zq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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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 bm71190017 中山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dzs.spb.gov.cn/ 合格

74 bm71200002 南宁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xnn.spb.gov.cn/ 合格

75 bm71200011 钦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xqz.spb.gov.cn/ 合格

76 bm71200007 来宾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xlb.spb.gov.cn/ 合格

77 bm71200005 贺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xhz.spb.gov.cn/ 合格

78 bm71210003 三亚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isy.spb.gov.cn/ 合格

79 bm71210006 海南省西部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hidz.spb.gov.cn/ 合格

80 bm71260006 昌都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zcd.spb.gov.cn 合格

81 bm71260007 日喀则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zrkz.spb.gov.cn/ 合格

82 bm71230002 成都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cd.spb.gov.cn/ 合格

83 bm71230022 广元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gy.spb.gov.cn/ 合格

84 bm71230010 广安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ga.spb.gov.cn 合格

85 bm71230014 遂宁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sn.spb.gov.cn/ 合格

86 bm71230019 眉山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ms.spb.gov.cn/ 合格

87 bm71230016 巴中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bz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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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 bm71300002 固原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xgy.spb.gov.cn/ 合格

89 bm71300005 吴忠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nxwz.spb.gov.cn/ 合格

90 bm71240010 贵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zgy.spb.gov.cn/ 合格

91 bm71070009 四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jlsp.spb.gov.cn/ 合格

92 bm71240006 铜仁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ztr.spb.gov.cn/ 合格

93 bm71250005 昆明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ynkm.spb.gov.cn 合格

94 bm71250014 曲靖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ynqj.spb.gov.cn/ 合格

95 bm71250016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ynxsbn.spb.gov.cn/ 合格

96 bm71250006 临沧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ynlc.spb.gov.cn/ 合格

97 bm71250001 丽江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ynlj.spb.gov.cn/ 合格

98 bm71270006 商洛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nsl.spb.gov.cn/ 合格

99 bm71270011 渭南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nwn.spb.gov.cn/ 合格

100 bm71270009 安康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nak.spb.gov.cn/ 合格

101 bm71280005 兰州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slz.spb.gov.cn/ 合格

102 bm71280011 嘉峪关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sjyg.spb.gov.cn/ 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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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bm71280013 张掖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szy.spb.gov.cn/ 合格

104 bm71280008 武威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gsww.spb.gov.cn 合格

105 bm71290005 海西蒙古自藏族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qhhx.spb.gov.cn/ 合格

106 bm71290006 海北藏族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qhhb.spb.gov.cn/ 合格

107 bm71310001 阿克苏地区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jaks.spb.gov.cn/ 合格

108 bm71310007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jbz.spb.gov.cn/ 合格

109 bm71310006 喀什地区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jks.spb.gov.cn/ 合格

110 bm71310003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xjyl.spb.gov.cn/ 合格

111 bm71230005 内江市邮政管理局 否 http://scnj.spb.gov.cn/ 合格

第 8 页，共 8 页


